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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键词：

检测

Inspecting Technology

罐头食品的安全检测方案

继奶粉受到三聚氰胺污染事件之后，近期，中国内地生产的鸡蛋产品亦被检测出含有三聚氰胺物质。一时间，

中国内地食品安全监管制度再遭质疑，食品工业市场信心受到严重打压，食品出口额度大程度受限。在拷问食品行

业生产企业的良知和社会责任感之外，针对产品、特别是食品的品质进行严格的安全检测，通过技术手段排查危害

公众生命健康的有害产品，已成为中国政府工作报告中下一阶段的重点目标。

从挽救市场信心和确保民生安全出发，《全球包装工业》继续通过媒介向公众强化食品安全意识、以及深入探

寻针对各个行业的食品生产线可以实施的产品安全检测方案。本期，我们的检测技术专栏将继续关注罐头食品的检

测，赛默飞世尔科技（上海）公司的应用经理胡阶明将继续专注于罐头食品行业，对行业内的客户提出的罐头食品

安全检测问题给出技术解决方案和应用方式建议。

■ 赛默飞世尔科技（上海）公司 胡阶明 / 文

Thermo Fisher Scientific: 不同容器对于 X 光能量（电压和电流值）的要求不同，对于软

包装袋和铝膜包装袋，只能采用低能量，而对于铁罐和玻璃容器要求高能量（一般高于 75KV、

4.0mA）的 X 光。如果能达到检测产品所需的 X 光能量要求，检测效果不容易受到容器材料的

影响。要注意的是容器特殊形状会使得杂质“隐藏”在容器某处，解决方案是采用侧向双束 X

射线进行检测。

罐头产品容器类型对检测效果有什么影响？Q1

A1

Thermo Fisher Scientific: Thermo Scientific X 射线检测系统应用高功率、热稳定和电子

束发散修正的 X 射线系统，可有效稳定地穿透罐头食品。通过剃度图像处理、“X”字点阵结构、

面积字点阵结构和“十”字点阵结构，可有效消除盐水浓度对检测灵敏度的影响。

罐头食品的产品效应和产品盐水浓度对检测效果有什么影响？如何屏蔽这种影响？Q2

A2

感谢以下企业参与本期检测技术专栏：

山东荷泽市利德尔食品有限公司；

山东荷泽市裕鲁西达食品有限公司；

福建紫山集团……

The Q&A For Can Food Inspectio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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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hermo Fisher Scientific: 能检测到的异物尺寸愈小，说明检测灵敏度愈高，但是检测灵敏

度高低，必须是建立在误剔除为零的基础之上。对于金属探测器而言，检测金属丝存在走向问题。

当铁丝垂直于金属探测器开口方向时容易被检测，而水平于金属探测器开口方向时，检测将变

得困难。在某种情况下尤其严重：当金属丝直径小于金属探测器所能探测到的金属球时，即便

金属丝很长也难以检测到。金属探测器开口尺寸越大灵敏度越差，并且一般而言金属探测器在

开口中央的检测灵敏度最弱。

应用 X 射线检测时，针对被检测产品的任意位置检测灵敏度相同，并且能有效地检测到金

属丝和针头，尤其能有效地检测到肉类加工时遗留在肉类产品中的防疫针。对于 X 射线检测系

统，通过剃度图像处理和点阵结构算法，正方或长方体异物由于边缘尖锐，异物图像信号跳变大，

容易检测到，而球体异物的图像信号跳变平滑，检测难度增大。

罐头中的异物的尺寸和方位对检测效果有什么影响？Q3

A3

Thermo Fisher Scientific: 只要是在 X 射线检测系统的检测灵敏度范围之内，不管什么形状

的金属都应该 100% 可测。例如：当 X 射线检测系统的灵敏度为 1.0mm 的金属时，那么只要

直径为 1.0mm 的铁钉就可被 100% 检测到。

罐头中的铁钉异物是否可以被实现 100% 的检测？Q4
A4

Thermo Scientific 金属检测设备和 X 射线异物检测设备针对金属、塑料或玻璃分

别可以实现检测的原理是什么？精度如何保证？
Q5

Thermo Fisher Scientific: 由于采用高频交变磁场容易受到如变频器等设备和振动引起的

电磁干扰，有些 “潮湿”产品（如新鲜蔬菜、水产或鲜肉），或本身具有导电性（即产品效应）

的产品干扰小金属检测，要快速准确探测到小金属必须采用特殊滤波方法。20 多年前英国的

Goring Kerr 首先研发出 DSP( 动态滤波 ) 技术，把合成数字滤波加载到信号处理器中形成特殊

集成电路处理器，能有效克服产品效应、散料效应和干扰噪声的影响。1948 年成立、专业生

产金属检测和 X 射线检测设备的 Goring Kerr 公司，1999 年起成为赛默飞世尔科技公司旗下的

公司。为纪念 Goring Kerr 研发出 DSP 技术，赛默飞世尔科技公司的金属检测器产品都命名为

DSP 系列。

A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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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hermo Fisher Scientific: 与所有放射线方法一样，X 射线检测系统可以通过测量物料对 X

射线的吸收量来探测罐头产品中的高密度杂质。X 射线穿过产品，通过感光器测量照射到的 X

射线能量。如果产品中某种物料的密度大，那么将会探测到接受能量的局部减少，这样不符合

要求的产品将被从生产线上剔除出去。大多

数异物都具有与水相近的密度，沉入水中下

沉的物品，如金属、矿石、玻璃、骨头等，

可被探测到。悬浮水面的材料，如木头、竹签、

软塑料、软骨、纸张、头发、棉线等则不能

被探测到。因此，被检测产品的密度与其中

的杂质越接近就会越难检测。

应用 X 射线方式检测罐头食品中的异物，其精度受哪些因素影响？Q6

A6

导磁性金属（如铁、不锈钢 304）引起磁力线增强，接收磁场线圈得到的电动势增强，

信号电压增大，小金属容易被检测到；非磁性金属（如铜、铝和不锈钢 316）引起磁力线排斥，

接收磁场线圈得到的电动势向反方向变化，信号电压减小，小金属很难被检测到。赛默飞世

尔科技公司的 APEX 金属探测器采用多线圈专利技术，使得开口处（接收线圈）的磁通量更

加稳定，非磁性金属（铜、铝和不锈钢 316）增大方向磁场的影响，从而接收信号电压变化

幅度增大，使得更小的铜和不锈钢 316 检测到，可在原有基础上提高 20% 的检测灵敏度。

对于“潮湿”产品，如新鲜海产品、新鲜蔬菜或含水等导电物质的产品，在电磁场的作

用下耦合到交变电场，继而引发与原有磁场极性相反的磁场，由此引起原有磁通量减弱，二

个原有接收到的正弦波的相位差被改变，金属探测器认为有金属杂质，这种现象称为产品效应。

为了克服产品效应需要将相位角设定在相应的角度，一般潮湿产品只受到电场作用，相位角

与不锈钢 316 一样接近导电性坐标，因此更加阻碍了不锈钢的检测。处于导电性相位角附近

主要受电场作用，很容易受到电源、外来电磁波和机械振动的干扰，会增大误剔除率，影响

生产效率和生产成本。Thermo Scientific 的 APEX 在“湿”模式下，采用积分降低噪音滤波

器 (QNR)，大大增强抗震性，有效增强金属探测器的稳定性。

对于诸如鲜肉、菠菜和血制品等含铁的导磁性产品，引起磁力线增强，信号电压增大，

干扰金属探测器正常检测，这是另一种产品效应。Thermo Scientific 的 APEX 对于这种导磁

性产品，采用相位干扰滤波器 CLX 专利技术，有效消除导磁性产品对金属探测器的信号干扰。

Thermo Scientific X 射线检测机应用高功率、热稳定的 X 射线系统，可穿透绝大多数普

通食品，并可利用增强的图像识别能力有效检测塑料或玻璃。通过应用梯度处理、电子束发

散修正、二维阈值检测滤波和点阵处理等多种有效的图像识别技术，系统将 X 射线数码照相

技术成功优化，提高了检测灵敏度，减少了误剔除现象。

全球包装技术 检测技术专栏
编辑 : 曹晓   美编 : 王利锋



出口商品包装  61

几年前，X 射线检测系统的价格是金属探测器的 5 到 10 倍，经过 5 年或更长时间的使用后您还必须花费巨

资购买诸如 X 射线发射源、感应器和高电压电源之类的诸多昂贵零件。这样的年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。赛默飞世

尔科技（原热电公司）的 EZx 污染物检测系统价格较低，大致与高质量传输机上所用的金属探测器相当。另外赛

默飞世尔科技公司通过承诺多项服务，来尽量降低您每月的运行费用。服务合约中承诺不但为您免费提供预防性

维护，还会为您定期更换使用寿命即将结束的核心模块，其中还包括定期的安全检验。现在是您应当放眼 X 射线

检测技术的时候了，总成本（TCO）已经具有极大的吸引力。

更多信息欢迎您访问赛默飞世尔科技公司网站：www.thermo.com.cn

Thermo Fisher Scientific: 由于多数金属（铁金属、有色金属和不锈钢）

的密度类似，因此 X 射线检测系统对它们的检测灵敏度相同。金属杂质的相

对密度越大，越容易实现检测。X 射线检测系统对塑料的检测效果与其材质

相关，一般对于塑料薄膜、塑料袋等软塑料，由于其密度与食物接近很难区

分，导致检测难度增大；而对于 ABS（工程塑料）、聚酯类硬塑料而言，其密

度与食物差别较大，容易被检出。在玻璃异物中，最难检测的是日光灯玻璃。

由于其透光率好，对 X 光毫无阻挡，因此很难被检出；而窗户玻璃除了主要成分二氧化硅以外，

还含有钠和钙成分，因此容易被检出。

用 X 射线检测玻璃容器中的玻璃杂质是极具挑战性的。Thermo Scientific 的 POWERx D

系列 X 射线异物探测器采用了专利的双束 X 射线设计，可从不同的角度扫描每个产品，消除了

在其他系统中容易出现的盲区，能 100％检测到玻璃容器侧壁和底部上的杂质，同样也能检测

出薄而平的玻璃碎片。

X 射线检测产品针对金属的检测效果最好，针对塑料和玻璃的检测结果却稍差一些，

是什么原因造成的？行业对此问题如何解决，Thermo 对此问题如何处理？
Q7

A7

Thermo Fisher Scientific: X 射线检测通过透视原理检测产品中的杂质，当包装材料将部分

X 光遮挡后，剩下的 X 光如果很弱（很暗）就不能有效检测异物，这时只需增大 X 光能量，即

加大 X 光的“亮度”就能有效地检测产品中的杂质。对于软包装袋、铝膜包装袋可以采用低能

量的 X 光来检测，而对于铁罐一定要采用高能量（高亮度）的 X 光来检测，才可提高检测灵敏度。

Thermo Scientific 的 X 射线检测系统传承了 Goring Kerr( 格林 ) 品牌的优势，通过设定不

同的产品参数，来设置 X 射线的不同能量，可以很容易地适用于软包装袋、铝膜包装袋、铁罐

等不同包装方式下的检测要求或精度要求。

X 射线异物探测系统针对软包装袋、铝膜包装袋、铁罐等不同包装类型，检测的效

果不同。造成差异的原因是什么，如何弥补包装类型不同的差异以实现同样的检测？
Q8

A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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